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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旭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高彦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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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47,670,522.70 798,079,636.33 9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092,420.98 -23,053,195.33 1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951,031.51 -44,009,112.83 7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145,454.86 -27,750,665.63 412.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7 -0.0323 17.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7 -0.0323 17.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0.56% 0.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834,252,231.67 9,805,811,635.23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61,388,078.20 4,580,203,497.49 -0.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267,037.9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789,958.6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1,701,603.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5,590.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83,386.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15,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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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141,389.4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即征即退增值税 21,575,349.4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并且按一定标准定额持续享受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2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金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45% 231,907,628 0 质押 146,710,000 

赵雪莉 境内自然人 5.00% 35,728,688 0 质押 8,620,000 

邱永平 境内自然人 4.56% 32,570,026 0   

上海裕灏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裕灏金苹果

6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8% 19,847,072 0   

康恩贝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5% 14,674,151 0   

上海万永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万永 5 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94% 13,899,526 0   

杜彦璋 境外自然人 1.80% 12,867,800 0   

郭兴 境内自然人 1.69% 12,078,316 0   

曹永明 境内自然人 1.48% 10,550,000 0   

许华 境内自然人 1.30% 9,365,35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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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1,907,628 人民币普通股 231,907,628 

赵雪莉 35,728,688 人民币普通股 35,728,688 

邱永平 32,570,026 人民币普通股 32,570,026 

上海裕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裕灏金苹果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9,847,072 人民币普通股 19,847,072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14,674,151 人民币普通股 14,674,151 

上海万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万永 5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899,526 人民币普通股 13,899,526 

杜彦璋 12,86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67,800 

郭兴 12,078,316 人民币普通股 12,078,316 

曹永明 10,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50,000 

许华 9,365,356 人民币普通股 9,365,3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持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上海裕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裕灏金苹果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848,372 股，曹永明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55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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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

额）  

 期初余额（或上期金额）  变动百分比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27,142,190.04 18,879,671.34 43.76% 主要系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24,582,340.97 195,380,292.48 66.13% 主要系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8,688,300.00 20,361,250.00 -57.33% 主要系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持仓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付票据 3,320,580.26 30,581,599.70 -89.14% 主要系票据到期偿还所致 

合同负债 318,876,567.23 138,583,201.33 130.10%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1,547,670,522.70 798,079,636.33 93.92% 主要系公司产品销量增加及销

售价格回升所致 

营业成本 1,507,818,851.33 776,084,232.64 94.29%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相应营业

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12,998,905.99 6,214,601.03 109.17%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2,328,165.15 6,259,928.50 256.68% 主要系增值税退税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4,936,513.01 15,060,068.44 -199.18% 主要系开展期货套期保值的平

仓损失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06,650.00 19,201,920.00 -103.16% 主要系开展期货套期保值的持

仓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25,025,106.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

价格回升，存货无减值迹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4,145,454.86 -27,750,665.63 583.40%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1,133,360.74 -58,797,675.86 -89.01% 主要系套期保值的平仓损失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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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

品投

资初

始投

资金

额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

投资

金额

占公

司报

告期

末净

资产

比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上海

期货

交易

所 

否 否 
套期

保值 

2,757.

45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2,757.

45 

18,07

7.5 

18,37

2.45 
 

2,462.

5 
0.69% 

-3,10

9.5 

合计 
2,757.

45 
-- -- 

2,757.

45 

18,07

7.5 

18,37

2.45 
 

2,462.

5 
0.69% 

-3,10

9.5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20 年 04 月 13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

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

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进行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原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价格而进行套期

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对此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有严格的风险控制规定。 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主要为有效规避

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1、市场风险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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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在进行套期保值操作时，需

要对价格走势做出合理有效的预判。一旦价格预测发生偏离，可能会影响套期保值业

务的效果。 公司严格执行已建立的《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通过完善的内部控制

决策程序形成对价格走势的合理判断；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

严格控制套期保值头寸；公司交易团队严格按照审批确定后的套保方案进行操作，并

由内控部进行审核和监督，确保交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2、资金风险及对策 交易

保证金制度逐日结算制度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公司可能面临或

出现未能及时补足交易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造成实际损失的风险。 公司将合理调度

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3、

信用风险及对策 交易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违反

合同的相关规定，取消合同，造成公司损失。 公司将建立客户的信用管理体系，在

交易前按公司合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程序对交易对方进行资信审查，确定交易对

方有能力履行相关合同。 4、技术风险及对策 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或缺的系统、网

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

问题可能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公司将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

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

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

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

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

的设定 

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的铜、镍、锡、金、银等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允价值依据伦敦 lme

金属交易所情况，结合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应合约的结算价或日间均价确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

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

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

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利用期货市场开展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套期保值业务的相

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开

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严格遵守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金圆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操作过程合法、合规。 我们认为

公司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作为平抑产品价格波动的有效手段，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

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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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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